
必愛通訊 
地址：上環必列者士街 51 號 網址： http://www.ymca.org.hk   

電話： 2857 6769 (工場) / 2803 7715 (宿舍)  傳真： 2517 3754 (工場) / 2549 8510 (宿舍) 

電郵： lovework@ymca.org.hk (工場) / lovehost@ymca.org.hk (宿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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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
7 至 9 月 

工場及宿舍快訊 

 

 

 

 

   

   祝賀熊灼培同工升為一級工人。    祝願離職同工生活愉快，前程錦繡。  

職員動態 

  同工姓名 職位 生效日期 

升職 熊灼培 一級工人 01/06/2019 

離職 練美美 二級工人 (工場) 06/05/2019 

  鄧秀群 院舍服務員 23/05/2019 

  李敏恩 個人照顧員 (宿舍) 17/06/2019 

 關群 個人照顧員 (工場) 05/07/2019 

2018-2019 年度的問卷調查於 2019 年 3 月至 5 月期間進行，是次調查共發派出 160 份問卷調查，成

功收回 152 份，收回率達 95%。 

在成功收回的問卷調查中，當中有 94.7%的受訪者對本單位(庇護工場及宿舍)整體服務表示滿意或

非常滿意。另外，100%的受訪家屬舍友對到診醫生服務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。從收回的問卷顯示，

家屬主要關注學員的健康、行為及情緒；其次對中心的環境設施及衛生情況亦表示關注。 

對庇護工場服務的意見方面，家長最想自己的子女做多一些快餐具包裝（例如：大家樂餐具）、郵

件處理、包書、手工藝製品及清潔等工作。 

總括而言，家屬對其家人於單位的工作/生活情況非常關心，對宿舍提出很多寶貴意見，隨著舍友的

年齡漸長，家屬對舍友的健康、情緒、行為、環境設施衛生情況、膳食安排及衣物的保管等方面表

示關注，期望宿舍可以增加相關的訓練予舍友；此外，家屬亦希望舍友有舒適的居住環境及懂得善

用餘暇，使舍友在工作以外也可享受生活樂趣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詳細的分析，請參閱本通訊第二至三頁。 

http://www.ymca.org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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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 

必愛之家庇護工場及宿舍 

2018-2019 年度學員/家屬/監護人服務意見問卷結果(1) 

對單位(工場及宿舍)整體服務意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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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2019 年度學員/家屬/監護人服務意見問卷結果 (2) 

對單位(工場及宿舍)整體服務意見 

宿舍服務意見 

對工場服務意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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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無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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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工場服務意見 

 

閃閃壽星  

  林婉芳、葉泳娥、關志華、馬曦明、何文儀、黃玉芸、李鎮強 
七月份 

胡朗婷、馮艷紅、李羨權、程潔雯、冼惠玲、何家樂、黃淑華、 
林麗珊、劉炳城、趙偉雄、何鄺森、李志勇、梁潔貞、劉啟東、 
陳永強 

八月份 

   唐友志、武穗婷、雷常歡、鍾美仙、陳佳泉、張國華、張浩源、 

   冼星華、黃宗發、卓行之、張雪芬、蔡一港、李健信、方天祐、 

   徐泳賢、傅麗珠、梁美容、鄭樹光、徐小玲、徐寶英、蘇麗玲、 

   冼志輝 

九月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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溫寶珠   

 (工場生活) 

學員心聲 

學員專注地操作 全自動抽真空機 介紹機器 

工場獲何東爵士慈善基

金資助購置全自動抽真

空機，以製作抽真空產

品，例如﹕食米及乾果。 

全自動抽真空機 

吳佳惠    

 (工場生活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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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質素標準 (SQS)介绍 

服務質素標準 12 ﹕知情選擇  

問: 單位如何保障服務使用者的私人財產呢﹖ 

答: 私人財物受到保障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，服

務單位透過制定有關尊重私人財物的政策、

程序和處理的指引，以確保職員明白

保障服務使用者私人財產的重要性。 

問: 單位如何確保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不外洩﹖ 

答: 在可行的情況下，單位應實施確保職員尊重個

別服務使用者的私隱，單位所有收集得的服務

使用者資料，服務單位會予以保密，除非根據法

例規定必須披露該等資料。此外，服務使用者的

檔案及個人資料應只供有需要知情的職員查閱

並以安全妥當的方式存儲。最後，未經服務使用

者同意，單位絶不向其他機構索取服務使用者

的資料，亦不會為其他機構提供其資料，或將其

資料轉交另一機構。 

服務質素標準 13 ﹕私人財產 

服務質素標準 14 ﹕私隱和保密 

遊戲鬆一鬆  —— 認識標誌 

問: 單位如何確保服務使用者/其家屬有知情的選擇﹖  

答: 單位會透過會議/刋物/面談等形式向服務使用者/

家屬介紹及解釋有關的政策。若服務運作上有任

何變動，職員應以不同形式通知服務使用者/家

屬，以便他們作出知情的選擇。  

你知道以下標誌是甚麼政府部門嗎? 

1. 

2. 

3. 

4. 

5. 

6. 

介紹機器 

載貨 

樓梯機  

2018-19 年獲余兆麒

醫療基金贊助載貨樓

梯機，用作工場同工

搬 運 貨 物 至 各 層 工

場，減少同工的體力

消耗及提昇搬運工作

效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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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島聯青社 

農莊之旅 

信恆善愛義工探訪 

國際半島聯青社津助的「半島聯青社農莊之旅」

已於 27/4/19 在新生互動農場舉行。當日共有 20

位舍友和 4 位聯青社義工出席，大家一起參觀農

場、製作葉紋拓印布袋和環保相架， 並合作焗製

香草牛油曲奇，彼此都投入參與，盡興而歸﹗ 

「信恆善愛」的義工於 25/5/19 探訪

宿舍，並與 23 位舍友一同製作麵包

Pizza、唱卡拉 OK 和跳舞，一起渡過 

一個充滿歡笑聲的週末下午，舍友 

都十分期待下次再聚呢! 

活動花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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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花絮 
運動 x 手作日營  

4/5/2019 本宿舍有 19 位舍友及 

「起動傳承」的 20位義工一起到本

會的將軍澳營地參加由起動傳承舉

辦的「運動 x 手作」日營，舍友上

午在義工教導下學習手綿球及板球

的玩法，下午與義工們一起合作創

作圓圈畫。整日活動氣氛熱鬧，舍 

友均投入參與各項活動，特別喜歡

集體創作圓圈畫。 

樂韻共融賀端陽 

1/6/2019 必愛義工隊 8 位組員與東華三院

越峰成長中心的 4位義工到救世軍海嵐長者

中心作探訪，與 20 位長者朋友慶祝端午節，

義工們用心表演及與長者一起玩集體遊戲，

一同歡渡一個愉快的週末下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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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天氣潮濕多雨，夏天又悶熱非常，真菌特別容易滋生，若不幸惹上真菌，不同的皮膚部位會出現不

同的病類，例如體癬、腳癬及灰甲等，其中又以灰甲最為惱人。 甲癬 (Tinea unguium)– 即俗稱「灰甲」，

真菌侵蝕腳趾甲或手指甲，趾甲變形、色變到灰褐色、暗黃色、趾甲變厚而難剪， 

但甲面變得很薄、很脆；有怪味，會痛。 

成因 

甲癬的成因是真菌感染，大約三分之一的糖尿病人、56%的牛皮癬患者會感染甲

癬。一旦遇上溫暖潮濕的環境便會滋生引致感染，重要是腳趾甲比手指甲感染 

灰甲的數字高 7 倍 

侵蝕四部曲 

１. 灰甲的病變過程通常由趾甲的末端或兩側開始，然後向根部蔓延。 

２. 之後趾甲尖及周圍變白、趾甲前端表層與底層分離、中層愈來愈厚， 

甲身很脆如粉狀掉下來。 

３. 然後逐漸變形、變黃啡色及沒有光澤。 

４. 最後整塊腳甲被侵蝕，脫離肌肉而翹起來，嚴重時腳甲甚至會脫落。 

影響 

有礙外觀，尤其女孩子穿著涼鞋時不雅， 

另外，灰甲會透過皮膚接觸或穿別人的襪鞋而互相傳染，尤以年幼或抵抗力較弱的家人最易受到感染。 

同時灰甲可傳染到其他指(趾)甲或身體其他部位引致體癬(如香港腳)。嚴重的灰甲亦可導致繼發性的細 

菌感染，造成淤積性皮炎，甚至蜂窩組織炎(cellulitis)。 

另外，穿鞋、或走路或站立時，變厚的趾甲會引致疼痛。因此，如果長期忽視灰甲會令指甲永久性變形，

所以，必須及早根治。 

防真菌方程式 

* 經常洗手及修剪手甲及腳趾甲。 

* 在浴室等公眾地方，應穿上自備的拖鞋，避免接觸真菌。 

* 保持腳部特別是腳趾間的部位乾爽，洗澡後需以毛巾完全抹乾。 

* 如有香港腳可於洗澡後以風扇吹乾雙腳。 

* 不要長期穿密頭鞋或減少穿著不透氣鞋的時間，勤換襪子，鞋襪應盡量透氣。 

* 回舍後應將鞋口儘量張開，吹乾鞋履內部，不要將鞋放在塑膠袋中或立即送進鞋柜，最好能讓太陽 

直接照射以殺菌。 

* 如宿舍有人患有腳癬或灰甲，不要穿著患者的拖鞋、鞋襪，並應避免在宿舍赤腳行走。 

* 患有灰甲的指甲和正常的指甲不應使用同一器具，例如指甲鉗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資料來源： http://www.hkcfp.org.hk/Upload/HK_Practitioner/2002/hkp2002vol24feb/update_article_2.html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7%94%B2%E7%99%AC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://www.weshare.hk/wellschang?page=15&category=48193 

護理專欄        灰甲 
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7%94%B2%E7%99%AC
http://www.weshare.hk/wellschang?page=15&category=4819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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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

物理治療服務 

本會於 2019 年 5 月份起，增聘了一位物理治療師(蘇 Sir)為各智障服務單位的學員

提供定期的物理治療服務，包括為學員進行評估、因應需要安排復康活動如肌力訓

練、 平衡力訓練及姿勢調整等項目，以增強學員的活動能力及減低意外受傷風險；

亦為患有痛症的學員安排熱敷等相關治療計劃；此外，亦會為個別舍友提供諮詢服

務及代購復康用品。 

本單位於 2019 年 3 月起新增「機構為本言語治療服務」，現時言語治療師每月定

期到訪，為有吞嚥困難的學員提供評估、小組及個別治療，例如口肌協調、吞嚥

技巧、咬字發音、語言表達及理解訓練等。言語治療師亦會為同工提供個案諮詢

和培訓服務，從而提升護理服務的質素。 

言語治療服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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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預告  

 

活動名稱：房舍會議 (整潔組)  

日期： 2/7/2019 (二)  
時間：晚上 6:30 – 7:00  
地點：宿舍飯堂  
對象：宿舍舍友 (整潔組)   
內容：房務會議分享及  
 討論  
費用：全免  
負責同工：譚 SIR  

 
活動名稱：福音小組 20 週年慶  

日期： 9/7/2019 (二)  
時間：晚上 7:00 - 8:30  
地點：必列者士街公理堂  
對象：宿舍舍友  
內容：福音佈道、詩歌、遊戲等  
費用：全免  
負責同工：譚 SIR  

活動名稱：自信達人  

日期： 18/7/19 – 22/8/19 (四) 
時間： 晚上 7:00 – 8:00 
地點： 宿舍飯堂  
對象： 宿舍舍友(6 名)  
內容： 透過體驗遊戲，認識自己 
             的特質和優缺點學習合宜 
             的社交技巧，成為真正的自信達人 
費用：$20  
負責同工：梁姑娘  

活動名稱：首飾盒創作 

日期： 13/6/2019 - 18/7/2019 (四) 
時間：晚上 7:00 – 8:00 
地點：宿舍飯堂 (6 名) 
對象：宿舍舍友 
內容：教授基本色彩配搭、簡單圖案組合、  
           嵌片併合 
費用：$30  
負責同工：繆姑娘 

活動名稱：愛自己 

日期： 15/7-26/8/2019(一) 
時間：晚上 7:00-8:00 
地點：宿舍飯堂 
對象：男舍友 
內容﹕學習正確的兩性觀念、相處之
 道、自我保護及什麼是性騷擾 
費用：$20 
負責同工：冼姑娘 

活動名稱：正念小組 

日期： 16/7-5/11/2019 (隔週二) 
時間：晚上 7:00-8:00 
地點：宿舍飯堂 
對象：舍友 
內容：討論「正念」與「情緒」的關

係；透過聽、觸、味覺的練習，
培養「覺察」能力；透過聯想誘
導培養「正念」的基礎。 

費用：$20  
負責同工：譚 Sir 

活動名稱：福音小組 

日期： 23/7/2019-24/9/2019   
            (隔週二)  
時間：晚上 7:30 – 8:30 
地點：必列者士街公理堂 
對象：福音小組成員 
內容：福音佈道、詩歌、福音電影、遊戲 
費用：全免 
負責同工：譚 SIR  

 
活動名稱：生日會(2) 

日期： 31/07/2019(三) 
時間：晚上 8:00—8:30 
地點：宿舍飯堂 
對象：宿舍舍友 
內容：為 7-9 月生日的舍友祝壽及品嚐蛋糕 
費用：$25 
負責同工：繆姑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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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案： 

活動預告  

 
活動名稱：工友大會 (2) 

日期： 4/10/2019(五)  

時間：下午 2:30-4:00 

地點：宿舍飯堂 

對象：工場工友 

內容：職安健及工場裝修事宜  

費用：全免 

負責同工：郭姑娘  

活動名稱：好心情行動 

日期： 6/9/19 – 11/10/19 (五) 
時間：晚上 7:00 – 8:00 
地點：宿舍飯堂 
對象：宿舍舍友(6 名)  
內容：辨識自己和別人的情緒、學習有效表 
          達和平伏情緒的方法 
費用： $20  
負責同工：梁姑娘 

活動名稱：舍友大會(2) 

日期： 31/07/2019(三) 

時間：晚上 6:45-8:00 

地點：宿舍飯堂 

對象：宿舍舍友 

內容：使用電子產品事項 

費用：全免 

負責同工：冼姑娘 

1.香港天文台 

2.衛生署 

3.消防署 

4.警務處 

5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

6.食物環境衛生署 

活動名稱：眼明手快 

日期： 5/8/2019-23/9/2019 (一)  

時間：晚上 7:00-7:45 

地點：宿舍飯堂 

對象：宿舍舍友 (6 名) 

內容：透過飛鏢活動培養舍友多元

化的興趣，鍛鍊其手眼協調

的能力  

費用：全免 

負責同工：陳姑娘 

 
活動名稱：生日會(2) 

日期： 30/8/2019(五)   

時間：中午 12:30-1:00 

地點：宿舍飯堂 

對象：工場工友 

內容：為 7-9 月生日的舍友 

            祝壽及品嚐蛋糕 

費用：全免 

負責同工：郭姑娘 


